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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以专业为客户增添价值，做受人尊敬的财税顾问

愿景：

成为财税服务行业的持续领跑者，做百年企业

价值观：

永远以客户为中心,专正快

Shanghai

Qingdao



财 税 新 政

1.为尽快释放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增值

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税

[2022]17号），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加快小微企业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按

照规定抓紧办理小微企业留抵退税，在纳税人

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加快退税进度，积极落实

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分别于2022

因而多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企业转入

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2）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退税政策衔接。

企业申报退税的出口业务，因无法收汇而取得

出口信用保险赔款的，将出口信用保险赔款视

为收汇，予以办理出口退税。

（3）不断提高出口退税办理质效。在2021年正

常出口退税平均7个工作日办结的基础上，进一

年4月30日前、6月30日前集中退还的退税政策。

（2）提前退还中型企业存量留抵税额，将《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税[2022]14号)

中规定的“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中型企业，

可以自2022年7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调整为“符合

条件的制造业等行业中型企业，可以自2022年5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

还存量留抵税额”。2022年6月30日前，在纳税

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集中退还中型企业存量

留抵税额。

步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间，2022年进一步压缩

至6个工作日内。全面实现退库无纸化，进一步

提高税款退付效率。

3.为帮扶企业渡过难关，财政部、税务总局发

布《关于快递收派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税[2022]18号），公告内容如下：

自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纳

税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

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收派服务是指接受寄件人委托，在承诺的时限

内完成函件和包裹的收件、分拣、派送服务的

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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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助力外贸企业缓解困难、促进进出口平稳

发展，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

（税总货劳发[2022]36号），公告主要内容如

下：

（1）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为支持加工

贸易企业发展，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对出口

产品征退税率一致后，因征退税率不一致等原

业务活动。



客 户 服 务 案 例

背景：
某企业是一家进出口企业，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经营

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的大环境下，创业补贴及

财税优惠政策不断出台，老板发现本可以享受的财政补贴没有

享受到，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也没有享受到，同时意识到虽然

企业有专职会计，但是专业功底比较薄弱，对政策的掌握不够

及时和全面，并且更换比较频繁。财务在企业运营中是至关重

要的一环，老板希望能够借助专业团队的力量指导协助企业会

财税服务案例
友情提示

民营企业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往往集

中精力于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及提高利润，

可能会疏忽财务管理的两端：

1、财税管理细节；

2、财务未来规划；

这会使得企业在遇见“税务稽查”“融资并

购”“挂牌上市”等大的动作时候，影响企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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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工作，在日常遇到财务问题能有一个专业团队提供解决方

案。经朋友介绍了解到百福润财税咨询具有提供财税复核、咨

询等一站式的服务，于是联系百福润寻求帮助。

服务经过：
百福润了解到企业的需求后，首先与企业老板进行

了一次深入的沟通，充分了解了企业的发展历程及财税团队的

变化情况，结合业务复核了之前的账务，制定出一套适合企业

发展的财税复核及咨询的服务方案，同时又与会计进行交流，

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培训。通过此方案解决了企业的财税难题，

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业发展。

财税复核及咨询是一项综合性、专业性

要求很高的工作。百福润团队专业的咨询顾

问、会计师每月上门主动发现企业财税问题，

结合企业业务复核企业账务的处理情况，同

时对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账务处理、税务问

题会提供电话、邮件等方式的咨询服务，针

对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提供政策传达及解

读服务。通过财税复核及咨询服务，及早发

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确保企业财务安全

健康的运行。



2022年4月29日19：30至20：30，百福润财

税咨询举办了2022年第4期老板沙龙，沙龙主题为

“公司治理与章程设计”。

本期老板沙龙由百福润李玉茹老师主讲，李

老师是澳大利亚法律博士，拥有中国和澳大利亚

两国律师资格，并在两国作为律师从业多年；曾

担任某世界500强美国公司东南亚和大中华区的法

务总监，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某国有资产

管理公司风控总监等，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内部

风险防控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①
资本要素

（大多数公司）；

②
知识和技术

（如互联网高科技公司）；

③
人力资源

（如销售、管理等人才）。

3.如何进行公司章程设计

公司章程具有公司“宪法”的地位，作为公

司设立、经营、管理的基础性文件，是公司内部

的最高自治规范，通过公司章程的个性化设计，

公司管控主体可以排除或限制法律适用，制定适

合自己公司管控的“法律”，同时股东权利可以

进行扩张、限缩、交换、委托，从而达到股东某

种特定的目的。

（1）
目前公司章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老 板 沙 龙

李老师从“公司治理架构的搭建、公司控制的

因素、如何进行公司章程设计”三个板块进行

1.公司治理架构的搭建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引

进多个股东。随着决策人的增多，企业内部可能

会出现因架构混乱导致内耗严重，甚至在一定阶

段上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和经营。因此，公司治

理架构的搭建尤为重要。

（1）公司治理架构的构成

①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决定公司的重大事

项；

②
董事会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机构

，有权决定

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及制订预决算方案，

也有权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架构、管理人员及公司

基本制度进行决定；

③
经理层是公司的执行机构

，依法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接受董事会管理和监事会监督；

①
简单依据《公司法》规定制定公司章程

；

②公司章程条款缺乏可操作性；

③公司章程没有个性化内容，对《公司法》给予

章程的赋权性规定基本无涉及；

④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限制了章程的个性化设计

发挥；

⑤公司章程没有与时俱进，
滞后的条款跟不上公

司的发展
。

（2）如何进行公司章程设计

在章程设计的过程中，主要在股东知情权、

公司表决权控制、股东分红权、股权转让、股东

资格继承等方面进行考虑。
在股东知情权的章程

设计方面，可以根据股东的主体身份、行使知情

权的目的是否正当，来限定知情权的行使范围和

前提条件；通过表决权的章程设计，可以加强创

始股东对公司的控制；股东分红权的章程设计从

不同股东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设计；股东分红需

因素、如何进行公司章程设计”三个板块进行

了分享。

或解聘，接受董事会管理和监事会监督；

④
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

，对公司的经营和业

务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

（2）股东对公司的控制

公司在治理过程中，是由董事会直接决策，

由经理层进行执行，公司股东并不能代替公司董

事会、经理层直接作出决策，股东可以通过股东

会决议进行“间接干预”。

2.公司控制的因素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资本要素不再是公司

发展的唯一制约因素。公司从成立之初到发展壮

大需要结合资本、知识和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等各

个要素。对公司的控制不应再简单地考虑资本的

因素，而应从多要素组合的角度考虑控制公司。

（1）公司控制的影响因素

不同股东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设计；股东分红需

要实质要件（有利可分）和程序要件（有效决议-

-董事会制订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审批）。

百福润财税咨询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从财

务、税务、法律、管理等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帮

助企业进行章程设计和治理结构设计，维护股东

权利，帮助企业实现长远平稳发展，做企业的成

长伙伴和贴心的财税管家。

百福润财税2022年第5期老板沙龙

主题:典型商业模式的税务筹划

时间：2022年5月27日 19:30至20:30

下期沙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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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ston

近期活动

为了促进克瑞斯顿成员所

的沟通和协作，克瑞斯顿近期

举办了如下活动：

K R E S T O N 国 际 新 闻

1.Kreston Global欢迎Nicoletta Iodice

担任团队的新活动经理。她将帮助Kreston

Global制定活动策略，并强化他们的活动

安排。

“我是意大利人，但自2014年以来，我一

直住在伦敦，为会员组织提供全球活动—直住在伦敦，为会员组织提供全球活动—

—从独家晚宴到会议、峰会和颁奖典礼的

策划服务。凭借其全球化的业务范围、多

样化的会员组织和对于积极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克瑞斯顿是我的完美组织，我很高

兴成为这个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2.首席执行官季度更新。本季度，Liza分

享了克瑞斯顿全球总部的一些有趣的发展，

包括一名新员工、成员调查结果和Kreston

Futures的开发，这是一项新的倡议，旨在

帮助刚开始职业生涯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塑

造招聘的未来。

3. Kreston Global的质量和专业标准总

监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在

《合规周刊》杂志上就是否应阻止审计事

务所向审计客户交叉销售咨询服务发表了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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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福润财税同仁本月司龄

郗富云

客户发展部

入司
12
周年

座右铭：

刘全蓉

客户发展部

入司
9
周年

座右铭：

刘婵婵

AI
部

入司
2
周年

座右铭：

兰泽华

国内一部

中级会计师

入司
11
周年

座右铭：

服务领域：

财税服务：
常年财税咨询顾问、财税外包、纳税筹划、出口退税、并购重组、转让定价、税务课程

法律服务：
日常法律咨询、法律尽职调查、合同审查、合规审查、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法律关系

审计服务：
内控专项审计、财务报表审计、财税尽职调查、资产评估、资本验证

商务服务：
内资与外资企业注册、企业登记事项变更、企业清算注销、人事外包服务

百福润财税成立于2003年初，致力于为内外资企业提供财税外包、法律、审计以及商务服务。我们的宗

旨是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财税服务以及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同时与客户建立

信任以及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5年，百福润财税正式成为全球第13大会计网络Kreston国际的成员所。我们不仅能够为国内的客户

提供服务，并且也可以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客户提供资源对接和服务帮助。我们团队的特点为：国际

视野，本土资源。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大道至简，

悟者天成。

联系方式

中国 上海办公室

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汤臣金融大厦1612室

电话： +86-21 6876 9886

邮箱： cpash@brighture.com

免责声明：
【
百福润财税

】
简讯内容仅供阅读者参考，具体以相关法

规及当地行政机关判定结果为准。

*百福润财税以超过19年的经验，为内外资

企业提供财税、法律、审计、商务服务。

全球第13大会计网络KRESTON国际成员所，

国际视野、本土资源，一站式财税解决方

案，老品牌是您更稳健的选择。

5 百福润简讯（第272期），2022年5月

中国 青岛办公室

市南区福州南路87号福林大厦A座602室

电话： +86-532 8597 9808

邮箱： cpaqd@brighture.com


